
2023.03.22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赵丽赵丽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综合 5

■
文/

钟
菡

3月 22日是著名电影导演汤晓

丹诞辰 113周年纪念。汤晓丹 1910
年出生，2012年逝世。从影80多年，

拍摄了 50多部电影。他导演的《南

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

《南昌起义》、《廖仲恺》等影片，成为

中国电影的经典。

2004年9月19日举行的第13届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典礼上，

当时95岁高龄的上影导演汤晓丹获

中国电影家协会首次设立的“中国

电影终身成就奖”。这一奖项是对

中国电影从业者艺术成就的最高肯

定。之后，谢晋、张瑞芳、秦怡、牛

犇、杨在葆、赵焕章、吕其明等上海

影人先后获得这一荣誉。汤晓丹，

这位被称作“银幕将军”的影人先

贤，仿佛吹响了集结的号角，引领着

后来者。

汤晓丹擅长拍战争电影，被称

为“中国战争片之父”、“银幕将

军”。去年在上海“伟德艺术空间”

举办的“向银幕将军致敬——追忆

著名电影导演汤晓丹”座谈会上，现

场回放《南征北战》、《南昌起义》等

经典影片的剪辑片段，仿佛把人带

向了汤晓丹指挥“千军万马”的银幕

沙场。

“很多人拍战争片只有故事，没

有人物，但汤老把塑造人物放在第

一位，正面英雄人物塑造得极为丰

满，反面人物的刻画也非常真实、到

位。”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导演

宋崇记得，《红日》里，杨在葆饰演的

连长石东根在战斗胜利后酒醉纵马

的场面看似不够“高大全”，但形象

丰满；舒适饰演的张灵甫是传统意

义上的反面人物，但汤晓丹避免了

“反派一拍就像鬼”的脸谱化操作。

打仗一定要有地域方向感，这

也是汤晓丹拍好战争片的重要技

巧。《红日》里有四场战斗，每场都强

调不同方面的战术，最终构成一个

完整的战争场面。

汤晓丹对演员的选择非常重

视，拍《渡江侦察记》时，他点名要孙

道临来演李连长。当时，人们都觉

得孙道临太文气，只能演知识分子，

但汤晓丹觉得他形象好、戏好，最重

要的是，当时孙道临刚从抗美援朝

战场慰问回来，对志愿军的感情很

深。汤晓丹说，“有这样的激情、热

爱，相信他一定能演好。”上海电影

家协会主席任仲伦曾问孙道临对自

己塑造的哪个角色印象最深，孙道

临答，“李连长”。

拍摄《傲蕾·一兰》时，请谁来演

女主角傲蕾·一兰经历不少波折。

汤晓丹开始看中的宋晓英、刘晓庆

等演员都未能成行，最后，他大胆启

用了22岁的哈尔滨话剧院演员张玉

红。当时，她还没有拍过电影，是一

张白纸，到了剧组还有些紧张，厂里

不少人觉得她不合适，但汤晓丹认

为，张玉红身上的天真、粗犷非常符

合人物气质，并指导她出色完成了

角色。“在培养、训练和发现演员上，

汤老是我们的表率。”宋崇说。

上海电影译制厂导演、演员孙

渝烽曾在汤晓丹执导的电影《南昌

起义》中扮演刘伯承，对汤晓丹拍摄

时的指挥若定印象深刻。拍摄这样

宏大的历史题材，汤晓丹大刀阔斧，

凡是无关紧要的戏全部删去，并以

“电影必须真实、动情”要求整个剧

组。比如剧情里出现叛徒，起义时

间要提前，汤晓丹只用了刘伯承和

周恩来互相对表、下达攻击命令的

长镜头来表现。“他敬业、渊博，是中

国电影当之无愧的‘银幕将军’。”

上影集团演员周国宾曾在汤晓

丹执导的《难忘的战斗》中饰演赵冬

生。他回忆，自己19岁读中学时，就

曾去汤晓丹的剧组演戏。剧组人称

呼汤晓丹为“老老汤”，以区分于导

演汤化达。有一天，周国宾看到一

个老头拿着一个小马扎、拎着一个

塑料桶走过来，完全没有心目中“大

导演”的样子。别人说，“这就是老

老汤。”当时，周国宾年纪还小，全不

知该如何表演，也听不懂导演导

戏。汤晓丹耐心教导他，“你呀，要

像一个猴子一样。”一句话，让他豁

然开朗。

1986 年拍摄封箱之作《荒雪》

时，当时 76岁的汤晓丹从选景到拍

摄，四上长春。副导演史凤和与汤

晓丹住在一间6平方米的房子里，两

人床对床，中间隔一张桌子，一住就

是 4个多月。当时，汤晓丹的夫人、

著名剪辑师蓝为洁给他带了虎骨

酒，汤晓丹邀上史凤和对席而坐，每

天晚上就着土豆丝“咪”一点，两人

像爷俩一样谈天说地。

“其实，以汤老在当时的地位，

完全可以请助理、住单间。但他没

有，和我们一样住在冷冻厂招待所

里，我成了唯一能照顾他的人。”史

凤和记得，那一年很奇怪，长春偏偏

就是不下雪，往往拍一天要停个好

几天，大家一直在等雪。但4个多月

的“同窗之谊”，也让他有机会跟随

汤晓丹学习，见识到他对事业的追

求和人格魅力。“汤老不是很魁梧，

但人格非常伟岸，说起话来字字如

千金。他拄着拐杖站在现场泰然自

若，他教我怎么取景画面好看，群众

演员如何调度能呈现层次感等等。

这些点拨对我后来的导演道路起到

了关键作用，特别珍贵！”

“在上影工作40年，我认识很多

演员、导演，但汤老是我最敬重、最

佩服的，除了彪炳影史的作品，更重

要的是他的为人。”原上影集团副总

裁许朋乐回忆，汤晓丹给人的感觉

总是那样谦虚，从来没有摆过架子，

笑眯眯的，调门一直很稳。“他没有

大话、空话，更不会夸夸其谈，作为

导演上台发言，对他来说好像是个

负担，但他肚子里‘有货’。”

原《上影画报》总编夏瑜曾与蓝

为洁共同主编《影像为语长乐翁

——汤晓丹》一书，在一次次访谈中

和汤晓丹一家结下了深厚友谊。他

认为，汤晓丹的从影道路跨越了我

国不同社会时期，从享誉沪港的“金

牌导演”到擅拍军事电影的“银幕将

军”，从倾向进步演变到主动讴歌革

命，从揭露旧社会黑暗转型为弘扬

红色主旋律。

“他从第二代导演横跨到第五

代，战争片只是他众多影片里的一

个系列。他的创作里有上世纪三十

年代的早期粤语片，也有《不夜城》

这样反映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主

题。”原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馆长李

果介绍，汤晓丹是中国影史上导演

作品最多、艺术生命最长的导演，他

也为影坛培养了一代代后来者。

“我们想把他的光辉形象和电

影艺术成就以其他方式继承下去，

我们永远为父亲感到骄傲。”汤晓丹

之子汤沐海回忆，小学时，他常和哥

哥汤沐黎一起去片场，拍戏时，兄弟

两人就在一边做功课。父亲在片场

站着，背影很高大——他们好像永

远只能看到父亲的背影。

汤晓丹常常一出外景就是半

年，偶尔周末回来，也是背对着他们

坐在书房工作。但他很疼爱两个孩

子，发现汤沐海喜欢音乐，就用拍摄

《南征北战》的稿费买了一架钢琴，

在当时那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有天晚上，苏联芭蕾舞团来上

海演出《天鹅湖》，从小就对《天鹅

湖》很感兴趣的汤沐海很想去看，但

家里只有 3张票。“我很犟，一定要

看，爸爸好像真的生气了，冲上来要

打我。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那也

是父亲唯一一次对我发脾气。他是

那么爱艺术，但后来，他还是把票给

了我。”说起这个故事，汤沐海眼里

泛着泪水，父亲的面庞好像又清晰

起来。“我们的父子关系疏远又亲

近，亲近是血液里的，我们从他那里

继承了对艺术的爱。”

汤晓丹曾说，“电影是我的生

命。”他勤勉好学，广采博纳，他的导

演阐述动辄上万字。画家出身的

他，绘制的分镜头像连环画一样一

清二楚。

汤沐黎记得，父亲的衣袋里总

藏着袖珍字典，随时随地掏出来读，

连逃难途中这一习惯都未改变。即

便到晚年住在华东医院里，他还不

忘借字典自学法语。去世后，汤晓

丹留下100多部字典，上海电影博物

馆里，关于汤晓丹的展品就是一部

英语字典，这也是他在医院里常常

翻阅的。有次任仲伦去华东医院探

望汤晓丹，见他坐在阳光底下，翻阅

字典里查找并写下电影《泰囧》里

“囧”字的汉语和英语含义，并问任

仲伦，这样解释是否正确。

“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

务，是他根本的理想。”许朋乐认为，

做艺先做人，有好的人品艺德，才能

成为永远被人牢记的优秀艺术家。

“一个导演的作品能产生这么大影

响，和自身魅力分不开。汤老有崇

高、坚定的职业理想，他一辈子搞电

影，不是为了名和利，他的创作始终

站在人民立场上。”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供图：上

海影协原秘书长葛燕萍）

本报讯 日前，《保你平安》发布

父女版海报，本组海报以父女为主

题，诠释家庭教育中父母是孩子最

好的老师。海报中，魏平安（大鹏

饰）双眼含泪抬头仰望，而魏磨砺

（王圣迪 饰）也在暖黄的灯光下望

向某处，父女二人在不同的道路中

都用着自己的方式坚守着正义。

该片由大鹏执导，苏彪、大鹏

编剧，陈祉希担任总制片人，大鹏、

李雪琴、尹正、王迅、王圣迪领衔主

演，马丽特邀友情出演，宋茜、白宇

特邀出演，贾冰、杨迪、潘斌龙、倪

虹洁主演，乔杉、于洋、刘金山、曹

炳琨、梁超友情客串。《保你平安》

讲述了落魄中年魏平安（大鹏 饰）

以直播带货卖墓地为生，他的客户

韩露（宋茜 饰）过世后被造谣抹黑，

魏平安路见不平，辟谣跑断腿，笑

料频出，反转不断，而他自己也因

此陷入到新的谣言和网暴之中的

故事。影片于 3月 10日全国上映，

目前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豆瓣

评分 7.8分，淘票票评分 9.6分，猫

眼评分 9.4 分，微博大 V 推荐度

91％。

在释出的父女版海报中，暖黄

的灯光下，魏磨砺和魏平安坚定温

暖的目光透过人群，朝着通往正义

的方向。

3月 17日，导演大鹏率演员张

林来到重庆，与重庆影院观众及高

校学生展开了有趣的线下互动。

在映后交流环节，一位81岁的老奶

奶表达了自己的观后感：“《保你平

安》是在宣传正能量，在笑声中表

达了主持正义，不怕艰险去完成自

己心里所想的正确的事，不管付出

了多少代价都无所畏惧。”对此，演

员张林也表达了自己对于电影想

法：“这是一部很认真的作品，中心

思想更多表达的是善意，希望‘完

美先生 421’这个角色能够引起大

家的共鸣，让网络环境更加干净纯

洁。”

该片由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

限公司、上海他城影业有限公司、

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天

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人

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浙江横店影

业有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

司出品；北京粒粒橙传媒有限公

司、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抖音文化（厦门）有限公司、目

采星时（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席地而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光谱合元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

限公司、华文映像（北京）影业有限

公司、北京龙韬娱乐文化有限公

司、天津传递夸克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无双（深圳）影业有限公司、北

京国影纵横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三

亚市桃花遍地开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上海福瑞客艺术策划设计有限

公司联合出品。

（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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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曾志伟担任

监制，刘伟恒执导，曾志伟、恬妞、

陈家乐、周家怡、石修、许靖韵等

主演的影片《出租家人》发布海

报。一群戴着面具的家人，一张

看似温馨的全家福，面具之下隐

藏的故事引人遐想。

《出租家人》讲述了出身破碎

家庭的家聪，发现完整的家庭在

香港难能可贵，于是心生一计，以

出租家人的方式，提供不同的“家

人”给顾客，以满足他们不同场合

上的需要。 （花花）

本报讯 开心麻花喜剧电影《天

伦之乐》(暂名)开机，演员马丽担任

主演，并首次“解锁”监制身份，与

78岁国家一级演员赵淑珍，共同演

绎这部女性题材影片。出身话剧

舞台的郝铭与李沛然共同担任该

片编剧、导演。

影片讲述一个东北保姆和一

个北京孤寡老太，发生的一段情感

故事。北京土著唐老太，遇上了财

迷心窍的东北保姆白姐。白姐护

理唐老太失手，差点要了她老命。

唐老太抓住人家把柄，过足了当皇

太后的瘾。打算老死不相往来的

俩人，却双双被命运嘲弄。唐老太

遭亲人抛弃，成了“光杆儿司令”。

白姐钱没赚到，倒赚到了她男人的

拳头。两个浑身毛病的女人，愣是

从冤家，活成了母女。

（花花）

本报讯 近日，由饶晓志导演、

梁琳任制片人的《无名之辈 2》发

布首款概念海报。海报上的各种

细节引人遐想。

2018年，饶晓志凭借《无名之

辈》被业内关注，章宇、潘斌龙、任

素汐以荒诞的故事演绎了小人物

的命运。

饶晓志曾透露《无名之辈2》将
聚焦义乌的小人物，故事依旧是多

线叙事的方式讲述，但角色上并没

有延续性。概念海报中，电灯被点

亮，地球出现在灯泡中，一颗子弹

成为点亮这盏灯的关键。 （花花）

《保你平安》父女版海报发布
父女温情共守正义

饶晓志《无名之辈2》概念海报首发

开心麻花喜剧电影《天伦之乐》开机

曾志伟主演《出租家人》发海报

汤晓丹

著名华人指挥家汤沐海（中）、〔伟德艺术空间〕艺术设计总监彭阳（左）、上海
影协原秘书长葛燕萍在活动现场

2010年春，时任上海电影家协会秘书长葛燕萍拜望百岁著名电影导演汤晓
丹和夫人蓝为洁剪辑师


